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陳小姐
電話：8101-3596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月21日
文　號：臺證上一字第104000124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修訂「保險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請  查照。
說明：　
一、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1月20日金管保財字第10310948660號函准予備查。
二、為我國自104年起採用2013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s）編製財務報告，經參酌103年10月21日修訂發布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2013年版IFRSs內容，配合修改本公司之「保險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附件）。
三、本次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新增「31600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31700 特別股轉換普通股權利證書」、「344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34500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831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83150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8316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8317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83180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832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等項目。
(二)參酌外界意見，酌修部分項目文字及備註說明。

正本：國內各上市公司、各第一上市公司、各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本公司上市二部、券商輔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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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編碼代號		科 目 分 類		編碼代號		科 目 分 類

		1XXXX		資產		1XXXX		資產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01		庫存現金		11001		庫存現金

		11002		銀行存款		11002		銀行存款

		11003		週轉金		11003		週轉金

		11004		可轉讓定期存單		11004		可轉讓定期存單

		11005		待交換票據		11005		待交換票據

		11007		庫存外幣		11007		庫存外幣

		11008		約當現金		11008		約當現金

		11009		匯撥中現金		11009		匯撥中現金

		11010		外幣存款		11010		外幣存款

		12000		應收款項		12000		應收款項

		12100		應收票據-淨額		12100		應收票據-淨額

		12110		應收票據		12110		應收票據

		12120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12120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12130		應收票據-催收款		12130		應收票據-催收款

		12140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催收款		12140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催收款

		1215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1215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12151		應收票據-關係人		12151		應收票據-關係人

		1215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關係人		1215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關係人

		12200		應收保費-淨額		12200		應收保費-淨額

		12210		應收保費		12210		應收保費

		12220		備抵呆帳-應收保費		12220		備抵呆帳-應收保費

		12230		應收保費-催收款		12230		應收保費-催收款

		12240		備抵呆帳-應收保費-催收款		12240		備抵呆帳-應收保費-催收款

		12500		其他應收款		12500		其他應收款

		12520		應收利息		12520		應收利息

		12530		應收收益		12530		應收收益

		12540		應收股利		12540		應收股利

		12550		託辦往來		12550		託辦往來

		12560		代理處往來		12560		代理處往來

		12570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12570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12580		其他應收款-其他		12580		其他應收款-其他

		12581		其他應收款-其他		12581		其他應收款-其他

		12582		其他應收款-催收款		12582		其他應收款-催收款

		12590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2590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2591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2591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2592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催收款		12592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催收款

		12600		當期所得稅資產		126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12610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2610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2620		預付所得稅		12620		預付所得稅

		13000		待出售資產		13000		待出售資產

		13010		待出售資產(或處分群組)		13010		待出售資產(或處分群組)

		13020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020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100		待處分股權投資		13100		待處分股權投資

		13110		待處分股權投資		13110		待處分股權投資

		13120		累計減損-待處分股權投資		13120		累計減損-待處分股權投資

		13200		待出售資產-其他		13200		待出售資產-其他

		13210		待出售資產-其他		13210		待出售資產-其他

		13220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其他		13220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其他

		14000		投資		14000		投資

		14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1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1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1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11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12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2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2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2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2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12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123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23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13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1413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1414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4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4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4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43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43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41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41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415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1415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1415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權益調整		1415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權益調整

		14153		累計減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4153		累計減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4160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416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14161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4161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14163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4163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1417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7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71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71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73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73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18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418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4181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4181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4182		其他金融資產		14182		其他金融資產

		14183		累計減損-其他金融資產		14183		累計減損-其他金融資產

		14200		投資性不動產		14200		投資性不動產

		14201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1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3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3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4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4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5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05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4211		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1		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2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2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3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3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4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4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5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15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房屋及建築

		14230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14230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14240		預付房地款-投資		14240		預付房地款-投資

		14300		放款		14300		放款

		14310		壽險貸款		14310		壽險貸款

		14320		墊繳保費		14320		墊繳保費

		14330		擔保放款		14330		擔保放款

		14331		擔保放款		14331		擔保放款

		14332		備抵呆帳-擔保放款		14332		備抵呆帳-擔保放款

		14333		擔保放款-催收款項		14333		擔保放款-催收款項

		14334		備抵呆帳-擔保放款-催收款項		14334		備抵呆帳-擔保放款-催收款項

		14360		催收款項-淨額		14360		催收款項-淨額

		14361		催收款項		14361		催收款項

		14362		備抵呆帳-催收款項		14362		備抵呆帳-催收款項

		15000		再保險合約資產		15000		再保險合約資產

		1510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淨額		1510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淨額

		1511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1511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15120		備抵呆帳-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15120		備抵呆帳-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1513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催收款		15130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催收款

		15140		備抵呆帳-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催收款		15140		備抵呆帳-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催收款

		1520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淨額		1520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淨額

		1521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		1521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

		15220		備抵呆帳-應收再保往來款項		15220		備抵呆帳-應收再保往來款項

		1523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催收款		15230		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催收款

		15240		備抵呆帳-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催收款		15240		備抵呆帳-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催收款

		15300		再保險準備資產-淨額		15300		再保險準備資產-淨額

		15310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淨額		15310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淨額

		15311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		15311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

		15312		累計減損-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		15312		累計減損-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

		15320		分出賠款準備-淨額		15320		分出賠款準備-淨額

		15321		分出賠款準備		15321		分出賠款準備

		15322		累計減損-分出賠款準備		15322		累計減損-分出賠款準備

		15330		分出責任準備-淨額		15330		分出責任準備-淨額

		15331		分出責任準備		15331		分出責任準備

		15332		累計減損-分出責任準備		15332		累計減損-分出責任準備

		15340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淨額		15340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淨額

		15341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		15341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

		15342		累計減損-分出保費不足準備		15342		累計減損-分出保費不足準備

		15350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淨額		15350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淨額

		15351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		15351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

		15352		累計減損-分出負債適足準備		15352		累計減損-分出負債適足準備

		16000		不動產及設備		16000		不動產及設備

		16100		土地		16100		土地

		16101		土地		16101		土地

		16102		重估增值-土地		16102		重估增值-土地

		16104		累計減損-土地		16104		累計減損-土地

		16111		土地改良物		16111		土地改良物

		16112		重估增值-土地改良物		16112		重估增值-土地改良物

		16113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6113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6114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物		16114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物

		16200		房屋及建築		16200		房屋及建築

		16201		房屋及建築		16201		房屋及建築

		16202		重估增值-房屋及建築		16202		重估增值-房屋及建築

		16203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6203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6204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築		16204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築

		16300		電腦設備		16300		電腦設備

		16301		電腦設備		16301		電腦設備

		16302		重估增值-電腦設備		16302		重估增值-電腦設備

		16303		累計折舊-電腦設備		16303		累計折舊-電腦設備

		16304		累計減損-電腦設備		16304		累計減損-電腦設備

		164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2		重估增值-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2		重估增值-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3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3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4		累計減損-交通及運輸設備		16404		累計減損-交通及運輸設備

		16500		其他設備		16500		其他設備

		16501		什項設備		16501		什項設備

		16502		重估增值-雜項設備		16502		重估增值-雜項設備

		16503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16503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

		16504		累計減損-雜項設備		16504		累計減損-雜項設備

		16600		租賃權益改良		16600		租賃權益改良

		16601		租賃權益改良		16601		租賃權益改良

		16602		重估增值-租賃權益改良		16602		重估增值-租賃權益改良

		16603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16603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16604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改良		16604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改良

		16700		租賃資產		16700		租賃資產

		16701		租賃資產		16701		租賃資產

		16703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16703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16704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16704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16800		在建工程及預付房地設備款		16800		在建工程及預付房地設備款

		16806		在建工程		16806		在建工程

		16807		預付房地款-自用		16807		預付房地款-自用

		16808		預付設備款		16808		預付設備款

		17000		無形資產		17000		無形資產

		17100		電腦軟體		17100		電腦軟體

		17300		其他無形資產		17300		其他無形資產

		17301		商標權		17301		商標權

		17302		專利權		17302		專利權

		17303		特許權		17303		特許權

		17304		商譽		17304		商譽

		17305		專門技術		17305		專門技術

		17306		其他無形資產-其他		17306		其他無形資產-其他

		17307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資產		17307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資產

		17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20		備抵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20		備抵遞延所得稅資產

		18000		其他資產		18000		其他資產

		18100		預付款項		18100		預付款項

		18110		預付費用		18110		預付費用

		18120		用品盤存		18120		用品盤存

		18140		進項稅額		18140		進項稅額

		18150		留抵稅額		18150		留抵稅額

		18160		預付退休金		18160		淨確定福利資產		配合2013年版IAS 19第63段，修改會計項目文字

		18190		其他預付款		18190		其他預付款

		18200		遞延取得成本		18200		遞延取得成本

		18300		存出保證金		18300		存出保證金

		18310		存出保證金		18310		存出保證金

		18320		抵繳存出保證金		18320		抵繳存出保證金

		18330		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淨額		18330		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淨額

		18331		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		18331		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

		18332		備抵呆帳-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		18332		備抵呆帳-存出保證金-催收款項

		184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84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841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841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842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淨額		1842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淨額

		18421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		18421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

		18422		備抵呆帳-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		18422		備抵呆帳-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催收款項

		18500		特殊用途基金		18500		特殊用途基金

		18511		安定基金		18511		安定基金

		18512		安定基金準備		18512		安定基金準備

		18590		其他基金		18590		其他基金

		18700		其他資產-其他		18700		其他資產-其他

		18710		大陸及國外資產淨額		18710		大陸及國外資產淨額

		18720		待抵銷大陸及國外資產		18720		待抵銷大陸及國外資產

		18730		其他待整理資產-淨額		18730		其他待整理資產-淨額

		18731		其他待整理資產		18731		其他待整理資產

		18732		累計減損-其他待整理資產		18732		累計減損-其他待整理資產

		18740		遞延費用		18740		遞延費用

		18750		承受擔保品		18750		承受擔保品

		18760		暫付及待結轉款項		18760		暫付及待結轉款項

		18790		其他資產-其他-淨額		18790		其他資產-其他-淨額

		18791		其他資產-其他		18791		其他資產-其他

		18792		累計減損-其他資產-其他		18792		累計減損-其他資產-其他

		18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資產		18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資產

		2XXXX		負債		2XXXX		負債

		23100		短期債務		23100		短期債務

		23110		短期借款		23110		短期借款

		23121		應付商業本票		23121		應付商業本票

		23122		應付商業本票折價		23122		應付商業本票折價

		2313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313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1000		應付款項		21000		應付款項

		21100		應付票據		21100		應付票據

		21110		應付票據		21110		應付票據

		21120		應付票據-關係人		21120		應付票據-關係人

		21200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		21200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

		21300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		21300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

		21400		應付佣金		21400		應付佣金

		21500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		21500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

		21600		其他應付款		21600		其他應付款

		21601		應付費用		21601		應付費用

		21602		應付利息		21602		應付利息

		21603		應付稅款		21603		應付稅款

		21604		應付股息紅利		21604		應付股息紅利

		21605		應付代收款		21605		應付代收款

		21606		託辦往來		21606		託辦往來

		21607		代理處往來		21607		代理處往來

		21608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21608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21609		應付代收保險費		21609		應付代收保險費

		21610		其他應付款-其他		21610		其他應付款-其他

		21700		當期所得稅負債		217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21710		應付所得稅		21710		應付所得稅

		220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20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3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32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32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32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232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23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23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23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3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3500		應付債券		23500		應付債券

		23600		特別股負債		23600		特別股負債

		23700		其他金融負債		23700		其他金融負債

		24000		保險負債		24000		保險負債

		24100		未滿期保費準備		24100		未滿期保費準備

		24200		賠款準備		24200		賠款準備

		24300		責任準備		24300		責任準備

		24400		特別準備		24400		特別準備

		24500		保費不足準備		24500		保費不足準備

		24600		負債適足準備		24600		負債適足準備

		24700		其他準備		24700		其他準備

		2480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		2480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

		2490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2490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27000		負債準備		27000		負債準備

		2710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710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7200		除役負債準備		27200		除役負債準備

		27300		其他負債準備		27300		其他負債準備

		28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100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8100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8110		土地增值稅-投資用		28110		土地增值稅-投資用

		28120		土地增值稅-營業用		28120		土地增值稅-營業用

		28200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8200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8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8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5000		其他負債		25000		其他負債

		25100		預收款項		25100		預收款項

		25110		預收收益		25110		預收收益

		25120		預收保費		25120		預收保費

		25130		銷項稅額		25130		銷項稅額

		25190		其他預收款		25190		其他預收款

		25200		遞延手續費收入		25200		遞延手續費收入

		25300		存入保證金		25300		存入保證金

		254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		254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

		25500		營業損失準備		25500		營業損失準備

		25600		暫收及待結轉款項		25600		暫收及待結轉款項

		25900		其他負債-其他		25900		其他負債-其他

		25910		大陸及國外負債淨額		25910		大陸及國外負債淨額

		25920		待抵銷大陸及國外負債		25920		待抵銷大陸及國外負債

		25930		其他待整理負債		25930		其他待整理負債

		25990		其他負債-其他		25990		其他負債-其他

		260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負債		260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負債

		3XXXX		權益總計		3XXXX		權益總計

		30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30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31000		股本		31000		股本

		31100		普通股股本		31100		普通股股本

		31200		特別股股本		31200		特別股股本

		31300		預收股本		31300		預收股本

		31400		待分配股票股利		31400		待分配股票股利

		31500		待註銷股本		31500		待註銷股本

						31600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新增會計項目及代碼		與企業財務狀況之了解攸關，故配合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新增此會計項目及代碼。

						31700		特別股轉換普通股權利證書		同上		同上

		32000		資本公積		32000		資本公積

		32100		資本公積-發行股票溢價		32100		資本公積-發行股票溢價

		32101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		32101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

		32102		資本公積-特別股股票		32102		資本公積-特別股股票

		32200		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32200		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32300		資本公積-受贈資產		32300		資本公積-受贈資產

		32400		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		32400		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

		32500		資本公積-認股權		32500		資本公積-認股權

		32550		資本公積-限制員工權利股票		32550		資本公積-限制員工權利股票

		32600		資本公積-其他		32600		資本公積-其他

		32601		資本公積-轉換公司債轉換溢價		32601		資本公積-轉換公司債轉換溢價

		32602		資本公積-處分資產增值		32602		資本公積-處分資產增值

		32603		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		32603		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

		32604		資本公積-合併溢額		32604		資本公積-合併溢額

		32605		資本公積-轉換公司債應付利息補償金		32605		資本公積-轉換公司債應付利息補償金

		32606		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32606		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32607		資本公積-認列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		32607		資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影響數		酌作文字修改

		32609		資本公積-其他		32609		資本公積-其他

		33000		保留盈餘		33000		保留盈餘

		33100		法定盈餘公積		33100		法定盈餘公積

		33200		特別盈餘公積		33200		特別盈餘公積

		33300		未分配盈餘		33300		未分配盈餘

		33301		累積盈虧		33301		累積盈虧

		33302		上期損益		33302		上期損益

		3330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330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3304		本期損益		33304		本期損益

		34000		其他權益		34000		其他權益

		341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41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425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3425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34300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及損失		34300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及損失

		3440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344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修改會計項目文字

						34500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此會計項目

		34600		未實現重估增值		34600		重估增值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34610		土地重估增值準備		34610		土地重估增值準備

		34620		資產重估增值準備		34620		資產重估增值準備

		347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47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4900		其他權益-其他		34900		其他權益-其他

		35000		庫藏股票		35000		庫藏股票

		355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355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357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357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36000		非控制權益		36000		非控制權益

		39700		待註銷股本股數		39700		待註銷股本股數

		39800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39800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39900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39900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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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編碼代號		科 目 分 類		編碼代號		科 目 分 類

		4XXXX		收入		4XXXX		收入

		41000		營業收入		41000		營業收入

		41100		保費收入		41100		保費收入

		41110		簽單保費收入		41110		簽單保費收入

		41120		再保費收入		41120		再保費收入

		41130		自留滿期保費收入		41130		自留滿期保費收入

		41200		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41200		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41300		再保佣金收入		41300		再保佣金收入

		41400		手續費收入		41400		手續費收入

		41410		保險手續費收入		41410		保險手續費收入

		41420		再保手續費收入		41420		再保手續費收入

		41430		其他手續費收入		41430		其他手續費收入

		41500		淨投資損益		41500		淨投資損益

		41510		利息收入		41510		利息收入

		4152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152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152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152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152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已實現損益		4152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已實現損益

		41524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損益之已實現損益		41524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益之已實現損益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修改會計項目文字

		41525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1525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154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154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1550		兌換損益-投資		41550		兌換損益-投資

		4156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淨變動		4156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淨變動

		41561		提存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41561		提存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41562		收回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41562		收回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41570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1570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1580		投資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		41580		投資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

		41581		投資減損損失		41581		投資減損損失

		41582		投資減損迴轉利益		41582		投資減損迴轉利益

		41590		其他淨投資損益		41590		其他淨投資損益

		41800		其他營業收入		41800		其他營業收入

		41810		利息收入		41810		利息收入

		41820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1820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1830		兌換利益-非投資		41830		兌換利益-非投資

		41890		其他營業收入-其他		41890		其他營業收入-其他

		41891		內部損益		41891		內部損益

		41892		內部利息收入		41892		內部利息收入

		41893		內部手續費收入		41893		內部手續費收入

		41899		其他營業收入-其他		41899		其他營業收入-其他

		41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收益		41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收益

		5XXXX		支出		5XXXX		支出

		51000		營業成本		51000		營業成本

		51100		再保費支出		51100		再保費支出

		51200		保險賠款與給付		51200		保險賠款與給付

		51210		保險賠款與給付		51210		保險賠款與給付

		51220		解約金		51220		解約金

		51230		壽險紅利給付		51230		壽險紅利給付

		51240		理賠費用		51240		理賠費用

		51250		再保賠款與給付		51250		再保賠款與給付

		51260		自留保險賠款與給付		51260		自留保險賠款與給付

		51300		其他保險負債淨變動		51300		其他保險負債淨變動						本來就這個了~

		51310		未滿期保費準備淨變動		51310		未滿期保費準備淨變動

		51311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		51311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

		51312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		51312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

		51313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淨變動數		51313		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淨變動數

		51314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直接承保		51314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直接承保

		51315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出再保		51315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出再保

		51316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入再保		51316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入再保

		51317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直接承保		51317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直接承保

		51318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出再保		51318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出再保

		51319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入再保		51319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分入再保

		51320		賠款準備淨變動		51320		賠款準備淨變動

		51321		提存賠款準備		51321		提存賠款準備

		51322		收回賠款準備		51322		收回賠款準備

		51323		分出賠款準備淨變動數		51323		分出賠款準備淨變動數

		51324		提存賠款準備-直接承保		51324		提存賠款準備-直接承保

		51325		提存賠款準備-分入再保		51325		提存賠款準備-分入再保

		51326		提存賠款準備-分出再保		51326		提存賠款準備-分出再保

		51327		收回賠款準備-直接承保		51327		收回賠款準備-直接承保

		51328		收回賠款準備-分入再保		51328		收回賠款準備-分入再保

		51329		收回賠款準備-分出再保		51329		收回賠款準備-分出再保

		51330		責任準備淨變動		51330		責任準備淨變動

		51331		提存責任準備		51331		提存責任準備

		51332		收回責任準備		51332		收回責任準備

		51333		退保收益		51333		退保收益

		51334		分出責任準備淨變動數		51334		分出責任準備淨變動數

		51340		特別準備淨變動		51340		特別準備淨變動

		51341		提存特別準備		51341		提存特別準備

		51342		收回特別準備		51342		收回特別準備

		51350		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		51350		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

		51351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		51351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

		51352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		51352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

		51353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數		51353		分出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數

		51354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54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55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55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56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56		提存保費不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57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57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58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58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59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59		收回保費不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60		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		51360		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

		51361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		51361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

		51362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		51362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

		51363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數		51363		分出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數

		51364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64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65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65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66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66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67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67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直接承保

		51368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68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分入再保

		51369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69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分出再保

		51370		其他準備淨變動		51370		其他準備淨變動

		51371		提存其他準備		51371		提存其他準備

		51372		收回其他準備		51372		收回其他準備

		5138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5138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51400		承保費用		51400		承保費用

		51500		佣金費用		51500		佣金費用

		51510		佣金費用		51510		佣金費用

		51520		業務員津貼		51520		業務員津貼

		51540		再保佣金支出		51540		再保佣金支出

		51600		手續費支出		51600		手續費支出

		51610		保險手續費支出		51610		保險手續費支出

		51620		再保手續費支出		51620		再保手續費支出

		51700		財務成本		51700		財務成本

		51800		其他營業成本		51800		其他營業成本

		51810		安定基金支出		51810		安定基金支出

		51820		攤銷遞延取得成本		51820		攤銷遞延取得成本

		51830		利息支出		51830		利息支出

		51840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1840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1850		兌換損失-非投資		51850		兌換損失-非投資

		51890		其他營業成本-其他		51890		其他營業成本-其他

		51891		內部損失		51891		內部損失

		51892		內部利息費用		51892		內部利息費用

		51893		內部手續費費用		51893		內部手續費費用

		51894		各項提存		51894		各項提存

		51899		其他營業成本-其他		51899		其他營業成本-其他

		51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費用		51900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費用

		58000		營業費用		58000		營業費用

		58100		業務費用		58100		業務費用

		58200		管理費用		58200		管理費用

		58300		員工訓練費用		58300		員工訓練費用

		59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9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91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益		591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益

		5911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利益		5911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利益

		5912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失		5912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失

		592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		592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及迴轉利益

		5921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5921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5922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922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9300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59300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59400		資產報廢損失		59400		資產報廢損失

		59500		收回呆帳及過期帳		59500		收回呆帳及過期帳

		59900		其他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9900		其他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9910		廉價購買利益		59910		廉價購買利益

		59920		雜項收入		59920		雜項收入

		59990		其他營業外支出		59990		其他營業外支出

		61000		營業利益(損失)		61000		營業利益(損失)

		620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純益(純損)		620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純益(純損)

		63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1		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1		當期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3		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63003		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64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純益(純損)		64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純益(純損)

		65000		停業單位損益		65000		停業單位損益

		65001		停業前營業損益		65001		停業前營業損益

		65003		處分損益		65003		處分損益

		65005		依淨公平價值衡量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65005		依淨公平價值衡量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657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657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適用於個別及個體報表)

		66000		本期淨利（淨損）		66000		本期淨利（淨損）

		830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830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831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此會計項目及代碼

						8311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同上

						83120		重估增值		同上				全改成這個?

						831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8314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83150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		同上

						8316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8317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同上

						83180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同上

						832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831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832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修正此會計項目所屬級別、代碼

		8325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8322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同上

		83300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份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83230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份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同上

		83500		重估價之利益(損失)		83500		重估價之利益(損失)		配合級別調整刪除此項目

		8360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8360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配合級別調整刪除此項目

		837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		8324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修正此會計項目所屬級別、代碼及文字		(適用於合併報表、個別報表)

		8375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		83250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適用於個體報表)

						8326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同上

						83270		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此會計項目及代碼

						83280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此會計項目及代碼

		838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前		838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前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刪除

		83900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83900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刪除

		84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綜合損益淨額		84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綜合損益淨額

		850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850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86000		淨利(損)歸屬於：		86000		淨利(損)歸屬於：

		86100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86100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8615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8615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86200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86200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870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0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0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87100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8715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8715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87200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87200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97500		基本每股盈餘		97500		基本每股盈餘

		975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975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97520		停業單位損益		97520		停業單位損益

		98500		稀釋每股盈餘		98500		稀釋每股盈餘

		985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98510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98520		停業單位損益		98520		停業單位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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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保險業現金流量表項目及代碼

		原現金流量表項目及代碼				修訂後現金流量表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A00010+A00020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A20010+A50000

		A2001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A2001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A20100		折舊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損失（利益）		A2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損失（利益）

		A20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7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損益之淨損失（利益）		A207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益之淨損失（利益）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A208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淨損失（利益）		A208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淨損失（利益）

		A20900		利息費用		A20900		利息費用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200		利息收入		A21200		利息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50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A21500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A2160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淨變動		A21600		外匯價格變動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合併及個別報告適用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適用於個體報表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損失（利益）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9900		其他項目		A29900		其他項目

		A2001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2001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5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5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5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5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51120		應收保費（增加）減少		A51120		應收保費（增加）減少

		A5111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A5111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A51130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A51130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A5114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4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5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5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6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6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170		再保險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A51170		再保險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A51180		預付費用及其他預付款（增加）減少		A51180		預付費用及其他預付款（增加）減少

		A51190		存出保證金（增加）減少		A51190		存出保證金（增加）減少

		A512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減少		A512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減少

		A51210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增加）減少		A51210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增加）減少

		A5122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2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3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3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40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5124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配合編製準則酌作文字修改

		A5125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5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51260		放款（增加）減少		配合實務需求予以新增

		A5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5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5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5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5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5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5211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A5211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A52120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增加（減少）		A52120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增加（減少）

		A52130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增加（減少）		A52130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增加（減少）

		A52140		應付佣金增加（減少）		A52140		應付佣金增加（減少）

		A52150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增加（減少）		A52150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增加（減少）

		A5216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A5216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A5217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17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18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18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190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52190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52210		預收收益增加（減少）		A52210		預收收益增加（減少）

		A52220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A52220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A52230		遞延手續費收入增加（減少）		A52230		遞延手續費收入增加（減少）

		A52240		存入保證金增加（減少）		A52240		存入保證金增加（減少）

		A5225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減少）		A5225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減少）

		A52260		暫收及待結轉款項增加（減少）		A52260		暫收及待結轉款項增加（減少）

		A5227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27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5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5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5220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5220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5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5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5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變動數合計		A5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變動數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0=A10000+A20010+A50000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100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100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200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200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配合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修改會計項目文字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同上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到期還本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到期還本		同上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1500		取得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B01500		取得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B01600		處分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B01600		處分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39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		B039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

		B040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減少		B04000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減少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800		取得承受擔保品		B04800		取得承受擔保品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200		放款增加		B05200		放款增加

		B05300		放款減少		B05300		放款減少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6000		應收租賃款增加		B06000		應收租賃款增加

		B06100		應收租賃款減少		B06100		應收租賃款減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50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B0650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B06600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B06600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900		取得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C00900		取得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C01000		處分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C01000		處分避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3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3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3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		C033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增加

		C034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減少		C03400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減少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600		現金增資		C04600		現金增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600		支付之利息		C05600		支付之利息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適用於合併報表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400		保險之收現		AA0400		保險之收現

		AA0500		再保險之收現		AA0500		再保險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400		保險賠款與給付之付現		AB0400		保險賠款與給付之付現

		AB0500		再保險之付現		AB0500		再保險之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權益變動表

		

				A		B		C		I		J		K		L		M		O		P		Z		AA		AB		AC		AD		AE		AF		AH		AH		AK						AL		AM		AP		AQ		AR		AS		AR		AS		AR		AS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額

				項目名稱				修正說明與項目補充說明		股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項目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總計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預收股本		待分配股票股利		其他		合計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合計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利益(損失)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重估增值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其他		合計

						代碼				3110		3120		3130		3140		3150		3190		3100		3200		3310		3320		3350		3300		3410		3420		3425		3430		3435		3440		3445		3460		3470		3490		3400		3500		31XX		35XX		355X		36XX		3XXX

				修正說明																																本項目須主管機關決定採用IFRS9後始可適用								配合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會計項目		配合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103年10月21日公告之修正內容，新增會計項目		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1		期初餘額		A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A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		追溯調整共同控制下組織重組之前手權益		A4																																																						o		o				o

		4		期初重編後餘額		A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		盈餘指撥及分配：

		6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B1																				o				o		o																										o								o

		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B3																						o		o		o																										o								o

		8		普通股現金股利		B5																				o		o		o		o																										o								o

		9		特別股現金股利		B7																				o		o		o		o																										o								o

		10		普通股股票股利		B9				o								o		o		o				o		o		o		o																										o								o

		11		特別股股票股利		B11						o						o		o		o				o		o		o		o																										o								o

		12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3																				o				o		o																										o								o

		13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5																						o		o		o																										o								o

		14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B17																						o		o		o																										o								o

		15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

		16		因合併而產生者		C1																		o																																		o								o

		17		因受領贈與產生者		C3																		o																																		o								o

		18		因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特別股)認列權益組成項目-認股權而產生者		C5																		o																																		o								o

		1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C7																		o																																		o								o

		20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C11																		o						o		o																										o								o

		21		資本公積配發股票股利		C13				o		o						o		o		o		o																																		o								o

		22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		C15																		o																																		o								o

		23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數		C17																		o																																		o								o

		24		本期淨利(損)		D1																								o		o																										o						o		o

		2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D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D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7		現金增資		E1				o		o				o				o		o		o						o		o																										o								o

		28		現金減資		E3				o		o										o																																				o								o

		29		減資彌補虧損		F1				o		o										o								o		o																										o								o

		30		分割減資		F3				o		o										o		o						o		o																										o								o

		31		合併發行新股		H1				o		o								o		o		o																																		o								o

		32		組織重組之合併發行新股		H3		考量組織重組可能以現金或發行新股方式進行，略作文字修改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3		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I1				o				o						o		o		o						o		o																										o								o

		34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轉換		I3				o				o						o		o																																				o								o

		35		可轉換特別股轉換		J1				o		o								o		o		o						o		o																										o								o

		36		特別股發行		J3						o								o		o		o																																		o								o

		37		贖回特別股		J5						o										o		o						o		o																										o								o

		38		普通股發行─其他		K1				o										o		o		o																																		o								o

		39		庫藏股買回		L1																																																		o		o								o

		40		庫藏股註銷		L3				o		o										o		o						o		o																								o		o								o

		41		子公司購入母公司之股票視為庫藏股票		L5																																																		o		o						o		o

		42		子公司處分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交易		L7																		o						o		o																								o		o								o

		43		發放予子公司股利調整資本公積		M1																		o																																		o								o

		44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子公司		M3																		o																														o				o						o		o

		45		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M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6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M7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7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N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8		非控制權益		O1																		o						o		o																										o						o		o

		49		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增減		P1																																														o		o				o								o

		50		其他  
Others		T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1		權益增加(減少)總額		Y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2		期末餘額		Z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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